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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起動計劃
(Project WeCan)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於2011年9月推出「學校起動計劃」(Project WeCan)，撥款1.5億資
助全港十間學業表現具正增值的學校*，目標是幫助家庭經濟稍遜但努力進取的學生，本校
獲邀參加。「學校起動計劃」原訂每年資助本校200萬元，為期六年，合共1,200萬元，因應
學校發展，有關資源可作十年期的靈活運用。全方位支援學生在學習、品德培育、輔導、活
動參與、生涯教育及教學設施改善等各方面的學校發展需要。
「學校起動計劃」依從四大發展方向，設計多元活動，提升教師專業，激發學生潛能：
(1) 優化校園：培良師、育英才

(2) 兩文三語：善溝通、明是非

(3) 敦品勵行：樂承擔、求至善

(4) 勇於創新：多嘗試、勤思辨

蔡國光校長

是項計劃同時引入商校協作模式，本校與九龍倉轄下海港城置業有限公司結成合作伙伴，該公司積極推動學生體驗式學習，包括職業講
座、師生與公司管理層及各部門職員交流分享，到海港城各事業單位參觀、表演、展覽及暑期實習等，擴闊學生視野。
因應「學校起動計劃」，本校同時獲得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的專業支援，特別是在提升教與學的效能方面，成績顯著。總
括而言，「學校起動計劃」是集合商界、大學及中學三方面的協作，既有九龍倉的鉅額資助和商界的網絡支援，更有中文大學提供專業服務，
令學校得到全面改進，促進教師在課程、教學，組織活動等多方面發展，增加學生不同而具明確目標的學習機會，有助提升學生的學業水平及
豐富學習經歷。
* 「學校起動計劃」自2014年開展第二期計劃，至今已覆蓋全港50間中學，受惠學生增加至四萬二千人。2015-16學年度，本校獲社會福利署發放「攜
手扶弱基金 – 課餘學習及支援項目專款」配對資金，增加在學校起動計劃有關課後學習的活動，資助基層家庭學生參與和發展學習能力、學習技巧，
和改善生涯規劃的活動。我們也已編列三年計劃申請（２０１６—１７，２０１７—１８，２０１８—１９），繼續配對「攜手扶弱基金」，預計未
來三年，可獲批撥超逾４,５００,０００萬，資助學生學習與成長培育。

學校起動計劃與社署專款配對三年計劃申請預算(2016/17，2017/18，2018/19)
2016/17
2017/18
2018/19
A. 鞏固學科基礎、提升學習興趣 B. 優化場地設施、提升運作效能 C.教師發展
D. 培育健康成長、邁向全人發展 E. 發揮學生潛能、栽培體藝精英
學校起動
$ 1,185,500
$838,500
$753,500
社署專款
$861,500
$698,500
$633,500
合計
$2,047,000
$1,537,000
$1,387,000
年度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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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年合計

$2,777,500
$2,193,500
$4,971,000

學校起動計劃

Project WeCan
2

3

4

5

6

7

1. 學校起動計劃聯校教師專業發展
日
2.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
劃」前總監趙志成教授(左一)與學
生及劉定信副校長合照
3. 時代廣場亮燈儀式 – 本校師生與
海港城置業總經理梁錦祥先生(右
一)、海港城置業總經理何嘉麗小
姐(左一)合照。

8

4. 學校起動計劃新聞發布會2011，
校長老師與吳光正先生(右一)、吳
天海先生(左一)及海港城職員合
照。
5. 頒發「海港城獎學金」 – 海港
城置業總經理梁錦祥先生(右)
6. 頒發「海港城獎學金」 – 海港
城置業助理總經理劉耀良先生(左
一)
7. 頒發「海港城獎學金」 – 九龍
倉董事會副主席李玉芳女士(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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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頒發「海港城獎學金」 – 立法
會議員易志明先生(左一)，吳偉光
校監(右一)

仁 愛堂 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1

2

3

5

4

回顧與
前瞻

1.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 校長與老師共晉午膳
2. 外籍英語教師團隊 – 小組寫作
3. 外籍英語教師團隊 – 中三級說話訓練
4.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 訪問吳光正先生(右二)及
趙志成教授(左二)
5. 筆者與劉定信副校長面談
6. 同學在「中大經濟補習班」上專注學習
7. 外籍英語教師團隊 – 文憑試班說話訓練
8. 英語茶座Café de Chan Wong

前言

本校參與「學校起動計劃」將踏入第六年，
正適合作一個回顧與前瞻，學生記者為此特
與劉定信副校長作了一次詳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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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邀參與「學校起動計劃」
證明本校深具發展潛力
與劉副校長打開了話匣子前，我倆都有點兒緊張，幸好副校長提出可以用劉sir相稱，加上他可掬的笑
容，令我們都輕鬆下來。

4

中一級功課溫習班

首先，劉sir指出「學校起動計劃」是由九龍倉集團出資推動。當時九龍倉集團將我校
評為有潛力發展的學校，還相當欣賞本校教師團隊的積極態度，所以我們能夠脫穎而出，
成為當年（2011年）屯門區唯一入選的學校。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
教學專題講座
–

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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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令學生得益
談到「學校起動計劃」對學生的好處，劉sir認為該計劃的資助能惠及同學，例如學生
在合作夥伴海港城協助下參與職場實習、一系列增強英語訓練計劃、令校方有更多資源聘
請教學助理、推行協作教學等，都使學生明顯獲益。此外，計劃能切合校情，勝過一般學
校常規化的活動；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Cafe de Chan Wong」的落成，既有創意，又能
提供一間環境優美，陳設雅致的茶座，讓同學學習英語。

資訊科技學習不再局限於電腦室
劉sir任教資訊及通訊科技科，而「學校起動計劃」對本校的資訊科技學習支援甚多。他以「內行人」身份指出藉「起
動計劃」的資助，能令教學與電子學習做到相得益彰的效果，起了優化的作用。他亦提到現時電子學習會多方面發展，例
如在理科上可將實驗電子化，用以打破學習障礙和傳統框框；電腦教學亦已不再局限於電腦室，因平板電腦可走進課室或
外出考察，甚至語文科都能活用科技以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未來要走更遠的路
對計劃的展望，劉sir笑言，過去五年，校方與「學校起動計劃」各合作夥伴皆合作愉快；而下學年將開展新項目，包
括有系統地推行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教育。計劃會改建一間科技室及購置器材，聘任專
業導師與本校教師協作，在課堂及課後推動STEM課程及活動，目的是提升學生的創新意念，加強綜合和應用跨學科知識與
技能的能力。而創新科技課程可於初中及高中課程推行，例如程式編寫及應用、創客課程、3D印刷實用課程、虛擬實景課
程或應用程式開發課程。另外營建魚菜共生設施，以跨學科課程學習形式，推動科學、科技與環保教育。
到了訪問的尾聲，筆者問及劉sir對整個起動計劃的感受，他認為計劃令本校在教學上的軟硬件皆得到改善，推動了良
好的學習風氣，這都是計劃帶來的好處。同時他懇切地希望同學要有一顆感恩的心，雖然學校獲得為數不少的資助，但老
師為此也承擔了更多的工作；而老師的付出，是全心為學生的成長而努力。故希望大家要懂得珍惜，把握參與活動和學習
的良機！

後感
透過這次輕鬆而實在的訪談，筆者自感獲益良多。既從中知道「起動計劃」的細節，又體會到劉sir熱心教學，事事以
學生利益為先的精神；更知道本校老師為此計劃而付出不少的辛勞與心血；這些都讓我們明白到要更加珍惜學習的機會；
同時希望各位同學看過此文後，也有我們一樣的感受吧。
最後，衷心感謝劉副校長能於百忙中抽空接受訪問，亦感謝老師讓我們擔任小記者，令我倆有這個難忘的學習經歷！
學校起動計劃 –
新聞發布會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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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
前瞻
力，正面地面對壓力，認知自己的能力，分析並找到解決的方法，從而

1

迎難而上。

在活動中，班主任參與，和學生共同解決所面對的問題。雖然4日3夜
對於中六學生是十分寶貴的時間，但如果在這段時間內可以幫助學生重
塑目標，副校長認為十分值得。

至於義工服務 ，鄧副校長期望同學在貢獻自己，服務他人及社會的
同時，能建立對自己的認同感。比如初中年級學生的攤位活動、賣旗籌
款、探訪孤兒院和老人院等；同學在參與服務時，可以提升自己的溝通
能力、處事耐性。而本校的義工服務，不單止在港內，也有在國內進行
社區服務。

鄧副校長也指出 ，可能初中學生對於無私奉獻的義工服務起初會不
太了解，但這些服務經驗，隨著他們成長能培養他們日後持正面的態度
鄧炳輝副校長在「學校起動計劃」中專責「成長培
育、課外活動、境外學習交流」三大範疇。今次，我們就這些

去面對社會問題，能更無私的幫助他人，在服務他人的同時又能提升自
己的知識技能。更有同學在做義工時找到自己未來工作發展的方向，比

範疇中所舉辦的「中六反思營」，「義工活動」及「境外交流

如投身社工等服務他人的行業。而日後更會開展探訪獨居長者服務。

團」等活動與鄧副校長進行了一次訪談，深入瞭解這些活動舉

在境外交流方面 ，鄧副校長表示主要是讓學生到國內，臺灣，韓國
等地交流。亦有學生曾參與極地之旅。這些考察活動能擴大學生們的視

行的原因以及意義。

採訪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進行，當我們進入設計與科技

野，讓他們有機會親身感受當地的風土民情。比如見識中國大陸、台灣

室時，只見鄧副校長正埋頭工作，當他看見我們推門而入時，

等地區的城市發展，瞭解內地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差異，認識少數民族

便回頭對我們微微一笑，請我們坐在一旁的椅子上，開始親切

文化，探究韓國旅遊業興起的原因等；學習不只是局限於香港。

地與我們傾談。

要舉辦以上的項目，除了得到校方、老師的支持，資源亦是一重要
因素，感謝學校起動計劃的撥款，讓學校有充裕的資源可舉辦有關活

首先，我們問了為何舉辦中六反思營﹖ 副校長說因為當
時中六學生面臨即將到來的中學文憑試，難免會產生恐懼、憂

動，讓我們的同學從中得益。

最後，鄧副校長表示，希望同學可以在學校舉辦的活動中，得到在
課堂學不到的智慧、提升情緒智商，增值自己，以面對將來。

慮等情緒。在這些沉重的壓力下，很可能會迷失自我及對未來
有所疑惑，因而影響考試成績。所以學校決定舉辦這個反思
營，讓中六學生可以在活動中重新認識自己，鼓動士氣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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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鄧炳輝副校長與採訪小記者合照
2-3. 學習不局限於教室 – 境外學習交流讓學生可遊歷國

10. 曾俊華司長嘉許參加「職場體驗影子計劃」的學生
11. 歷奇訓練能讓學生走出個人舒適區，挑戰個人極
限，圖為學生參加乘風航挑戰活動
12. 服務學習 – 同學參與幼稚園學童服務活動
13. 參觀HATCL空運貨站
14. 認識國情學習活動 - 「走進珠三角」考察計劃
15. 台灣升學考察交流團
16. 師生到訪赤壁古戰場 - 武漢、赤壁交流團
17. student attend to Dr. Tal Ben-Shahar’s sharing
“Positive Psychology –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內外，體會不同的文化，圖為「台南生識之旅」到
訪台南、高雄等地
4. 學生領袖的培育亦是我們重點的發展項目
5. 多元化的學習經歷能豐富學生的校園生活 – 學生參
加apX Leadership Camp
6-7. 學生參加台灣升學考察交流團，認識台灣升學途徑
8. 團隊項目能建立學生的合作性、團隊精神，圖為本
校的女子籃球隊
9. 學生出席時代廣場亮燈儀式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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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English language plays a vital role in our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In view of this, the school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amongst our students.
With the support Wharf Holdings’ Project WeCan, the English Language Department has benefitted from
a wealth of resources and confidence to initiate essential programmes that meet the diverse learning
needs of our students. These programmes aim to create a robust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nvironment,
where students have opportunities to use English language in authentic settings; such as communicating
with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The school has also shaped the curriculum to cater for individual learning
needs and self-regulated learning.
In addition to monetary resources, Project WeCan has also brought us support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and volunteers from Harbour City. Advisors from CUHK design and
implement school-based action plans for holistic improvement and enhancemen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our school, while volunteers from Harbour City invest their precious leisure time to mentor our
students’ language learn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 setting.
As a result of the above programmes and the efforts of all stakeholders, our students have made steady
progress in their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journey. Commendations for all of our efforts may be found
in the recent External School Review (ESR) report finding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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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Students pin their wishes on leaves of the ‘Reading Tree’ in the
School Library.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Reading Club Programme.
Students listen attentively to their mentor from the Reading Club
Programme.

4. Mentors discuss lesson materials in earnest.
5-8. NETs give students feedback in Intensive Writing Classe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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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Students listen attentively to the rules of an English learning game.

Students experience interviewing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Students at after school self-learning classes.

Students use iPads to prepare for their oral presentation.

Reading Club Programme 英文閱讀小組

In order to promote an English reading culture in our school,
the department and the School Library have initiated a new
reading programme, called ‘The Reading Club Programme’
this year. It aims to develop students’ ability to read with
understanding and confidence, and to enhance students’
speaking competency through reading aloud.
This fortnightly programme involves a group of volunteers
from Harbour City reading with our students. Each volunteer
mentors 2 students. Through this programme, we hope to
equip our students with the skills of “learning to read” and
“reading to learn” to increase their overall capacity for life-long
learning and whole-person development.
Students attend a formal dining etiquette course conducted by Harbour
Cit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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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participate in lunch time activities with NETs at Café de Chan Wong

Teachers collaborate on designing teaching materials.

iPad-lessons 移動學習

Differentiated Curriculum (F.1-F.2) – A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o cater for learners’ diversity
英文適異課程

iPads are widely used as a learning tool in the classroom to
kindle students’ interest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iPad
also allows teachers to tap into the latest and most exciting
educational software and applications to enhance our students’
English Language learning experience.

Each student is a unique individual and different in many
aspects, be it in his or her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development,
ability, motivation, to name but a few. There are also other
factors underlying student differences such as, innate
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ce, difference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etc. In view of this, the English department has
taken significant measures to cater to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hen planning the curriculum to facilitate students’ learning
and to ensure each student can develop to his or her potential
to the full.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earning needs of each of our students,
the department conducts a diagnostic assessment at the start
of the school year, focusing on six key areas of their English
learning. The ﬁndings are subsequently used to shape and ﬁne
tune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goals, learner expectations and
set appropriate levels of assessments accordingly. Through
keeping track of the progress of students, each individual
learner’s needs is taken care of in a timely and appropriate
manner.

Small Group Writing Training (NET) 外籍英文教師
小組寫作訓練
A team of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are employed to provide
feedback intensive writing classes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public examinations. The teacher-student ratio is set at 1:4, to
provide maximum feedback and personal care and attention
for each student.

Self-regulated Learning Programme 課後自主學習
計劃
In order to nurture the self-learning habit of our students so as
to facilitate their learning outside classrooms, the school has
initiated the Self-regulated Learning Programme. Students,
mainly senior ones, can stay after school till 7 p.m. to do
their self-learning on a voluntary basis, making use of a set
of school-based materials. With the guidance of teachers,
students can take control of their learning and learn according
to their own 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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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中文科

1

1.改善說話教學
檢視中五級卷四(小組討論)教學策略；過程中帶入更多的思考角
度、不同的建議及解難方法，並進行觀課，令大家獲益良多。通過
本次教學活動，在內容(理解題目概念)和形式(高階說話技巧，如語
句、措辭)兩方面建立學生說話常規。

2.寫作教學探討
檢視中四級論說文教學技巧及提問方法，交流新教學法及檢視
現行教學法。通過本次教學活動，學生水平有所提升，並就課室提
問技巧的運用，總結了一次實戰經驗。

3.「雙乘計劃」
探討如何協助學習基礎薄弱及動機低的學生。科主任與一名科
任老師出席了5次在中大進行的跨校學習社群聚會，研討數據運用、
白話文教學、文言文教學、記敘手法及演繹論證法在作文中的應用
等項目；並在科務會議及共同備課節分享所學，望能在日常教學中
實踐。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著重配合本校的情
勢發展，作「點、線、面」三層整全式支援，強化學校團隊，
提升專業能量，建立完善機制，塑造優良文化。
計劃措施如下：

4.中文科協作教學
目的：
建構一個兼容的學習環境，讓學習能力差異大的學生在減少分
隔及標籤的環境下學習，與其他同學建立融洽和互助的關係。
成效：
老師和教學助理有更多空間指導不同能力學生，可讓多組學生
同時進行小組討論。

1.學校情勢檢視
每年進行全校學生問卷調查，收集數據了解學生在中學階
段的轉變，為學校提供資訊，以更好地運用資源為學生提供更
適切的支援。

5.綜合能力提升班

2.教師專業發展

聘請導師指導中六學生，提升學生在文憑試聆聽及綜合能力；
中五級則教授閱讀能力。
中六級設6組，學生共64人；中五級設3組，學生共60人。全學
期上課8次，每次兩小時 (4:00-6:00)。
學生滿意提升班各項安排，認為導師用心盡責，而且透過堂課
練習，有效加強訓練試題應答，加強信心，提升應試技巧。

籌辦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活動，讓十多間中學的教師互相交
流分享。到校主持講座和工作坊，範疇包括行政管理、課程教
學、校園文化，全面提升教學質素及工作效能，有助學校持續
發展。

3.教師學習圈
中、英、數、通四個核心科目的教師，與「優質學校改進
計劃」學校發展主任組成學習社群，透過會議、備課、觀課、
評課，探索和制訂校本課程及教學策略。

數學科
1. 協作教學
為了提供學生最適切的照顧及減輕老師在課堂上的壓力，數學
科在中三及中六級的常規課堂安排教學助理以協助老師；使能加強
照顧學習差異及課堂互動，達致小班教學的效果。

2

成效：
學生都喜歡這種上課模式，有更多發問的機會，讓老師能立刻
幫助解難。
教學助理能近距離接觸學生，可以即時指正學生常犯的錯誤。
師生的互動大大提高，同學的紀律及課堂習作的質素得以提升。

2. Math I Can
黃偉賢先生出任協作導師，計劃在中四級進行；
黃先生平均每月一次到校與中四級老師共同備課。重
點放在：
(1) 與老師研究課題的重點
(2) 協助老師選取合適教材
(3) 透過往年的經驗，一起尋找學生在課題中潛在的
難處及難以掌握的數學概念。

3

3. 奧林匹克數學比賽訓練班
訓練班在中一至中四級進行，選取數學能力較佳
的學生，安排參與奧林匹克數學比賽訓練班，而重點
放在：
(1) 進一步提升學生的數學解難能力
(2) 讓學生累積校外比賽經驗，拓闊學生視野。
(3) 建立學生自信自強的奧林匹克競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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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科老師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
進計劃」學校發展主任戚本盛先生合照。

6. 每班功課溫習班由2 - 3名導師作指導，
以全面照顧學生不同科目的學習需要。

2. 中文科老師參與「優質學校改進計劃」的
中文科「雙乘計劃」講座後合照。

7. 功課溫習班上教的用心，學的也用心。

3. 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學校
發展主任黃偉賢先生與數學科老師先來個
合照。
4. 通識科老師與香港中文大學「優質學校改
進計劃」成員組成團隊，務求在專業交流
下能進一步提升教學質素。
5. 學生透過平板電腦及不同教學應用程式去
學習，趣味盎然，真正愉快學習。

8. 中文科綜合能力提升班課堂實況，同學
專注用功。
9. 功課溫習班上同學用心完成功課。
10. 中文科運用協作教學方式進行小組討論
研習。
11. 通識科老師與「優質學校改進計劃」成
員組成團隊進行協作教學。

通識教育科
通識教育科為新高中新成立的核心科目，科任老師皆初任教本科，故建立和鞏固本科的根基和作持續
性發展至為必要。而中大優質計劃作出的支援服務主要分為兩部份：(1) 教師培訓及發展，(2) 課程和教學
設計。持續發展本科教師的專業培訓、課程和教學規劃及教學設計，逐漸加入協助教學、透過同儕觀課作
出回饋、學生思維能力分析和答題技巧訓練、學生表現分析等等，藉此提升學與教的質素。
成效：
透過問卷、檢討會、老師交流、學生課業和測考表現等，老師認同計劃能有助本科發展、改進課程規
劃和課堂設計、優化課業和測考質素、提升老師的教學專業水平及學與教策略有助照顧學生的學習多樣
性、增潤學生的學習和應試技巧。

功課溫習班
中一功課溫習班是其中一項課後學習支援項目，提供理想環境給中一學生課後留校做功課及溫習，並
幫助他們解決功課上的難題。功課溫習班全學年上課共67天，學生平均出席率逾90%，過半數更是從沒缺
席。學生表示溫習班導師用心盡責，有助他們解決功課困難，鞏固了學科基礎。家長亦認為溫習班對子女
的功課有幫助，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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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程式研發
及老師合照
–同 學 與 校 長

中文科使用平板電腦評講作文，讓學生能互動
學習。學生可選取自己喜愛的同學作文功課評
分交流，提升學習興趣。

電子學
起動計劃資助學校購置平板電腦、3D 掃描
器、打印機及印章機。學校得以利用相關器材，
應用資訊科技於學與教，明顯促進教學效能及提
升學生學習興趣。

電子學習升級計劃

手機程式研發 – 同學領取比賽冠軍獎座

本計劃購置了10部投影機，解像度都較舊機
優勝，大大改善課室的教學環境。購置25部平板
電腦，連同原有的20部，足以讓全班學生一人一
機流動學習，令學習更多元化及有趣味。有在課
堂使用平板電腦的學科包括英文科、數學科、通
識科、電腦科、視藝科和專題研習，使用範圍包
括資料搜集、方向定位、簡報製作、短片製作、

理解三維空間、立體圖像設計及演說訓練等。

手機應用程式編寫比賽
首先要多謝九龍倉舉辦這次新穎的App Inventor課程。課程要求學生不單學習課本的硬知識；
還要創造屬於自己的一個App。整個活動讓學生更加了解資訊科技世界的樂趣；學生也覺得自己親
手創造一款獨有的遊戲，再放上網絡平台供別人試玩，感到很有成功感。
手機程式研發 – 同學在展覽場介紹得
獎作品

資訊科技技術支援
資訊科技教學助理在初中普通電腦科，與教師協作教學，提供個別支援指導予學生，解決電腦
技術問題。在課堂以外時間，教學助理須協助校園電視台的活動和製作、整理學習材料、在午膳時
間和放學後管理電腦室、為師生提供電腦操作技術支援，及帶領學生參加資訊科技活動。

多媒體課程
本校在2014-15學年起，於中四級增設多媒體課程，當中包括攝影、電台節目、手機程式編寫
課程。課程以學生為本，著重學生的自身經歷。
而新媒體影像和語音表達課程，旨在啟發學生的創意潛能，配合資訊科技，栽培藝術修養。本
資訊科技助理

資訊科技助理
教學

協助校園電視台工作
–

在電腦課堂與教師協作
–

通識科利用平板電腦作分組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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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影像和語音表達

同學為微電影配樂
–

平板電腦用於課後資料搜集

Project WeCan

子學習
校邀請專業導師，與本校教師協作教學，在不
同課程教授攝影技巧、影像構圖、DJ說話訪
問、配樂混音、錄像剪接等多媒體表達。
為配合課程的實習部分，本學年已購置額
外20部平板電腦及20部數碼相機供學生作多
媒體製作，其中也購買多媒體製作製作軟件
Power Director威力導演、Audacity作錄像剪
接及配樂之用。
學生修讀此課程後，曾藉陸運會機會，實
習了拍攝紀錄片及作後期製作，學生整體也能
應用已學知識於課業上，另外，學生在相片取
景構圖也有更充分的掌握。

科技學習中心3D打印

新媒體影像和語音表達 – 同學使用平板電腦創作樂曲

打印製成品
3D

本校科技學習中心新添置的3D掃描器、
3D打印機及印章機已完成安裝，教師亦已接
受相關技術培訓。中三級新增3D技術的課
題，配合使用新設施進行設計習作，同學大感
興趣。另在小六學生訪校時示範使用，獲高度
評價。

地理科利用平板電腦作戶外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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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交流
隨著新高中學制開始，其他學習經歷成為高中主要課程，學生須走出校園學習，範
圍包括海外；近年的境外學習交流團有：珠三角考察、台灣升學考察交流、台南生識之
旅、首爾景點遊、武漢歷史文化考察等。因參加人數眾多，有賴學校起動計劃的資助，
促成更多學生可以成行。

「赤壁武漢 雙城比翼」歷史文化學習之旅
回到三國，置身赤壁古戰場。

是次考察以華中重鎮赤壁、武漢為中心，既可讓學生遍訪歷史古跡，探究雙城如何
騰飛古今，更讓學生親身體會國家發展的新面貌。

「赤壁武漢 雙城比翼」
5A 麥素貞

地理、通識、經濟科舉辦珠三角考察團：參觀南沙天后
宮，了解旅遊區實況。

這次歷史文化學習之旅帶給我美好和難忘的回憶及經歷。出發前我一直擔心行程是
會多麼的辛苦，只要看看密密麻麻的行程，休息時間又少，想起就令人懊惱。現在回想
起，幸好當時沒有因害怕辛苦而放棄，原來我們從旅程中所得到的比辛苦的時刻要多很
多……打從踏出赤壁高鐵站的一刻，那裏的一景一物，亦步亦趨令我感到好奇，彷彿回
到三國時代…… 整個旅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與湖北科技職業技術學院的學生進行交
流。雖說他們的年紀比我們年長，而且社會環境、文化亦有差異，我還以為會難以溝
通。但事實卻是我多慮了……那裏的學生不但熱情地款待我們，還向我們介紹了他們的
學院特色，在談話中更令我們了解到當地人民的生活狀況及難題……從他們身上我學到
認真及待人以誠的處事態度，使我重新認識國內人……六天的旅程我還學會了堅忍，是
毅力、忍耐推動我們向前，最終完成目標。還有，有時導遊介紹文化遺產時偶有分神，
老師的訓勉令我明白尊重的意義，慶幸的是我能從過錯中改進……。「讀萬卷書不如行
萬里路」，是次學習之旅令我獲益良多，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及回憶。最後在此感謝學
校給予我們一次難忘的學習之旅。

台灣升學考察交流後感
5B 周健誠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可謂台
灣科大中的名校，來參觀
之餘也探望一下升讀這所
大學的學姐。

銘傳大學的廣播電視學系
設備先進齊全，學生大開
眼界。

在這次台灣旅程中，令我有不少的反思。
在剛開始行程時，我們都只是在想台灣到底有多好玩；但在參觀第一所大學——真
理大學時，才留意到這次行程的真正的目的；再聽到在真理大學的三位師姐的分享後，
我開始感受到畢業對我們來說其實是非常近，如果自己不爭取，機會就會流失了。
在這次旅程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參觀銘傳大學，這間大學的很多不同的因素令
我萌生起到台灣升學念頭。最後多謝學校能給我這次參加台灣升學交流團的機會，這不
但對我未來的升學有幫助，更令我擴闊視野。

5A 溫芷鈴
今次的台灣之遊，透過導遊的講解，令我對台灣有更深入的認識。
首先，這次的考察之旅使我了解到台灣的收生情況，而台灣大學可作為一個踏腳
石，接駁到美國留學。在了解了各大學的學科後，使我的目標更清晰，可選擇適合自己
的大學。

通識及生物科合辦台南「生」「識」之旅：參觀高雄垃
圾處理廠，了解生態教育及環境保護。

16

學校起動計劃

Project WeCan

Katherine and Wilson have been selected to join this programme and they are now studying in the USA.

• Katherine Tsang Man O
曾文柯

• Wilson Tsoi Chin Cheuk
蔡展卓

1. Host Family:
-Ipswich State
-South Dakota (南達科他州)

1. Host Family:
-Washington (華盛頓州)

2. School:
-Ipswich High School
-10th grade
3. Subjects taken:
-English, US history,
Geometry, Vocal music,
Digital photography, Biology,
Psychology

USA Exchange Programme 美國交流生計劃
In line with the school’s mission of providing an all-round
education for our students and heed the call to enrich students’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OLE)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the department initiated a USA Exchange Programme for our
students last year. It aim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be immersed in an authentic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a year. We are conﬁdent this programme will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earning of the participating students
in the short and long term. It is also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acquire ﬁrst-hand experience of an overseas education,
gain new insights of the world outside Hong Kong, and a better
appreciation for diversity.

2. School:
-Medical Lake High School
-12th grade
3. Subjects taken:
-US history, Princ Biomedicine,
English, Chemistry, Sports
medicine, Pre Calcu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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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e Jing Ying 15-16

課外
活動

Nike Jing Ying 15-16

男子丙組足球隊

女子乙組手球隊

一人一體藝發展
本校的課外活動自推行「一人一體藝」計劃之後，很多學生得
到經濟的資助，在不用擔心金錢壓力的情況下，得以盡情參與，一
展所長。
計劃主要分球衣、制服津貼、資助及津貼學會及開辦新興趣班
三個部分。
球衣津貼的受惠學生人數接近五百名校隊成員，而制服津貼則
主要津貼童軍及聖約翰救傷隊學生制服支出，以上兩項津貼令學生
的歸屬感增強，從而提升了他們的自我形象。
在資助及津貼學會方面，主力資助管樂團的導師費用及購買樂
器。管樂團得到資助以後，樂器更多元化，樂團規模亦增大了。除
校內及屯門區的表演之外，更於每年的聖誕節期間，到海港城作公
開演出，經歷難能可貴。

傑出運動員陳君傑 (左邊第五)

在開辦新興趣班方面，共開了魔術班、動畫製作班及急救班，
受惠學生人數以百計。除了常規課堂以外，魔術班學員更參與校內

活力校園 - bubble soccer每月進行1次活動；另向小學推廣，邀請

表演，對增強學生自信很有幫助。

小學生及老師參加，效果理想。
精英運動員培訓 - 葉惠明同學代表本港出戰國際手球賽及陳善銘

全校學生體藝活動重點項目表現

同學出戰中國青少年壁球錦標賽，獲本計劃資助賽事的活動費用。
香港學校戲劇節比賽假本校禮堂舉行，學生初次比賽表現稍為緊張，

開設體藝活動共43小組讓學生參與，包括結他班、聲樂小組、

但汲取了寶貴的經驗。

魔術班、動畫製作班、陶藝班、無伴奏合唱訓練班、花式跳繩隊及

14位學生獲資助參加管樂團練習。聖誕節期間，管樂團參與演出

各個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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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沙排隊

男子甲組足球隊

男甲羽毛球

女甲羽毛球

男子丙組籃球隊

男子甲組籃球隊

放學後增加練習或自行組織招募新成員的工作。可見學生對學會小組或

在海港城舉行的午間音樂會，另出席欣賞香港小交響樂團音樂會。

社的歸屬感正不斷加強，他們的表現正鼓勵老師做得更好，形成一個良

大批學生獲資助購買球衣或制服。籃球隊於學校周年籌款日與海

性的循環。

港城籃球隊進行友誼賽；另學年考試後或暑假期間亦將舉行手球及籃

由於現今的學生較為自我，故來年計劃多開辦不同範疇的團隊，讓

球邀請賽。

更多學生參與群體生活，提升自信，掌握與人溝通的技巧，增加他們的

體會與展望

公民意識。

近兩年，不少球隊隊員、社員或學會小組成員都自發地於午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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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墟做老闆 年宵貨品售賣活動 」讓同學
有機會學習營商知識。

課外
活動

傑出運動員簡介
於2015年7月，本校有7位學生入選香港國際
青少年手球夏令營2015十八歲以下香港代表。其
中6C陳君傑更脫穎而出獲中國香港手球總會挑選
進入香港男子青年手球集訓隊，現正為爭取出席
於2016年8月在巴林舉行的第七屆亞洲男子青年
賽作艱苦的練習。

學生參加由哈佛大學講師主講的「positive psychology 」

「其他學習經歷」與「藝術與文化課程」
「其他學習經歷」是新高中課程內三個組成部分之一，與核心及選修科目(包括應用學習課程)
相輔相成，讓學生達至全人發展。學校會為學生提供多種不同的「其他學習經歷」機會，鼓勵他
們參與五個範疇的「其他學習經歷」，包括體育發展、藝術發展、德育及公民教育、社會服務、
與工作有關的經驗等，讓學生獲得均衡發展。
學校靈活規畫中四及中五的常規課堂，加入了「其他學習經歷」，並命名為「藝術與文化課
程」。在2014-15學年起，於中四級增設攝影、電台節目、舞蹈、生命教育課程及流行曲創作課
程。學校將根據學生的需要、興趣，開辦不同的課程，以滿足學生及社會的需求。課程完結後，
會向學生及負責老師收集藝術與文化課程的意見並計劃下學年的課程組合，並拓展更多元化的課
程至中五，供中五學生揀選。升學及就業輔導組亦會嘗試把生涯規劃的課程加入在中四下學期的
常規課中。本學年更加入陶藝創作、123D立 體繪圖及製作、設計與科技、造型設計及家政、飲食
文化等。
管樂團於每年12月24日在海港城作公開表
演，場面熱鬧，得到公眾人士的讚賞。
友校的小學同學也來和我們一起享受
泡泡足球活動的樂趣。

魔術班的學員於周年表演中使出渾身
解數，令台下觀眾大表欣賞。

聖約翰救傷隊的隊員於周年匯操中
精神抖擻，士氣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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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劇場教育訓練學生溝通、表達、專注、協
作能力，從而提升學生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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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班學員正為周年表演而努力練習。

班級經營活動津貼
支援學生成長，引領學
生健康成長，與學生有着緊
密接觸的班主任起着決定性的
作用，班會活動是打開溝通的
理想渠道，過往老師們除運用
同學交來的班會費作活動費用
外，老師們多會自掏腰包，津
貼各項班會活動，礙於款項運
用的規限，學校亦未能作財政

機械人程式編寫已列入學會活動。

上的支援。在學校參與起動計
劃後，老師們便建議將部份款
家政組的烹飪活動，深受同學歡迎。

項用作支援班主任作班級經
營，讓班會能舉辦更多活動，
強化班級運作。
經過三年的運作，班主任
們均表示有關款項對推動班會
活動起着實際的支援作用，除
了減輕同學經濟負擔外，亦能
多辦活動讓同學參與，對建立
班級起很大的作用。
現時$2000津貼額已沿用兩

師生共闖張保仔洞

年，可考慮增加撥款讓班主任
能舉辦更具質素的活動。

透過泡泡足球活動，讓參與者打成一片。

21

氣球紮作班的作品隨着學員的技術進步而日
見精巧。

仁 愛堂 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生涯規劃
透過現有系統的生涯規劃課程，讓學生建立一個清晰的職業性
向，作為自己選擇和發展事業的依據，並努力地向自己的目標進
發。對於不同年級、對學術以外範疇事物更具興趣的學生，學校將
為其提供不同升學渠道及輔導。
因本校大部份學生來自基層家庭，畢業生若無法升讀資助學
位，對放棄就業繼續升學的學生有一定經濟壓力，所以讓學生了解
不同職場情況或進修選擇，對畢業生的發展極為重要。建議在資源
充足的情況下，繼續現有進行之有效項目，給予學生機會認清自我
及了解社會發展，做好生涯規劃。
計劃頭三年先為中四至中六級學生設就業準備講座、自我評估
工作坊及英語面試工作坊，目的是讓學生對自我有所了解及對將來
有初步規劃的理念。
另外安排由學校起動計劃提供的九倉業務單位參觀、暑期實
習、台灣暑期大學生活體驗營等，拓闊學生視野和豐富人生體驗。

鑑於大量的升學資訊，為避免學生了解相關資訊費時及混亂；
本校闢建升學及就業輔導室， 為師生提供一空間，就相關資訊增加
討論的機會。
每年帶領各高中學生到海港城屬下不同職業場所，提供職業體
驗活動：如參觀海港城物業管理、海港城物流業。學生對活動表現
積極，亦能從中了解更多行業資訊及個人取向，有助計劃將來。

職業實踐
與海港城合辦暑期實習計劃，每年也有不少高中同學報名，參
與的同學可加入不同實習崗位，希望透過在不同機構、崗位的實
習，增加對不同行業工作及環境的了解。
而海港城的同事也熱心指導同學。完成實習後，更有學生因表
現出色獲得嘉許。

成長
培

輔導與成長訓練、共建健康校園

One MidTown的參觀活動令同學眼界大開，
增廣見聞。

學生由小學踏入中學階段，正值步入青春
期，面對 着 不少成長的挑戰，而學校必須提供適
當的指導及培訓，才可讓青少年有自信地迎接這
些挑戰，從而建立自我。
基於以上情況，我們為同學設計了三個主
題：分別是關於身心健康的「健康校園系列」；
如何與異性相處的「性教育」系列；建造一個融
洽校園的「和諧校園」系列。透過不同形式：包
括入班活動、小組活動、全校性午間活動、自我
挑戰訓練等，希望無論在預防或治療方面，都能
為同學提供適切的活動。
One MidTown帶給同學充實的一天，自然要用
以上項目均為全校性，但有鑑於中一生需要
相片作為戰利品。
多些照顧及協助，本年度將大哥哥大姐姐朋輩輔
導計劃列入和諧校園系列之下，此變動令到無論
大哥姐及中一的參與人數均有所提升。大哥姐能接受朋輩輔導技巧的培訓，中一同學亦增加了機
會接觸一些有良好榜樣的大哥姐。我們的目標不單是今年的友誼，而是他們日後均可維持良好的
關係。
除此之外，我們亦引入一些另類治療方法，如音樂治療，希望透過小組訓練，能加強表達能
力較弱的學生的溝通能力。另外由於新高中課程較以前轉變很大，所以無論學生在學業或就業方
面均有一定壓力，故今年亦加入關於減壓的入班活動，希望能讓學生懂得如何處理壓力。
回顧三年情況，每項活動皆反應良好，加上這些項目均為學生所需，故第二期計劃均保持這
些活動，讓學生能得到全面照顧。

領袖挑戰與培育計劃
學生領袖訓練是以歷奇活動為本的培育計劃，透過「體驗式學習」 (Experiential
Learning)，以實踐為本，透過學生親身體驗，結合反思與學習的學習方法。對於訓練學生的自
信、邏輯思維、領導才能、團隊精神、人際關係等有顯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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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聚精會神地聆聽連卡佛公司人員的
講解。

能夠親身體驗工作情況，令同學興
奮不已。

參觀荃灣國際中心，同學獲益匪淺。

同學有幸於計劃下參觀偌大的世達中心物業
管理公司。

心意卡的一字一句都是同學的真誠心意。

高中同學可透過「趁墟做老闆」活動獲得營商經驗。

「跳躍生命計劃」令同學打成一片，笑逐
顏開。

成長
培育

學校起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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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訓練營提供同學挑戰及合作的經歷。

專注、用心，都在同學的汗水上表露無遺。
職場體驗計劃令同學對未來就業更有方向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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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培育

從同學滿足的眼神就可知道他們在種蘿蔔活動上收穫豐富。

在探訪長者活動中，同學的噓寒問暖都使老人家暖上心頭。

在探訪長者活動中洋溢著一片歡騰，大家更拍照留念。

在小組活動上，同學更能掌握到與人相處的技巧，獲益良多。

「領袖生訓練」
訓導組連續多年運用「學校起動計劃」資助，舉辦「領袖生訓
練營」及「和諧大使」訓練。
「領袖生訓練營」曾在「救世軍馬灣青年營」及「大埔愛丁堡
訓練營」舉行，導師透過不同活動，讓領袖生學習如何互相幫助，
挑戰自我，面對困難，從而提升自信及面對逆境的能力，並建立團
隊精神。
「救世軍馬灣青年營」的訓練活動，讓領袖生學習與人溝通的
技巧，以應付日常當值時會面對的挑戰和困難，成為同學間的「和
諧大使」。
而與「愛丁堡公爵訓練營」合作，則舉辦一系列工作坊及訓練
營，令領袖生訓練更有系統及完善。更加入於西貢水上活動中心進
行的水上活動，令整個訓練營內容更充實。
訓練同學成為領袖，或發揮領袖才能，並非兩三天的活動可以
達成，感謝「學校起動計劃」的資助，讓學校可安排較有系統的訓
練，亦可讓同學在初中時已開始接受訓練，為領袖生團隊發展作好
準備。

變，從各項數據顯示，學生均認為活動能讓他們更了解自己的強項
及短處、訓練活動的內容是有趣的、從訓練活動中認識與同學合作
是重要的、認識與同學相處是需要互相尊重的，訓練營活動是有
趣、有意義及成功的。
由於文憑考試的影響，故此領袖訓練活動亦會於中二、三級開
展，為將來的學生領袖提供更有系統的培訓。

『G4成長計劃』
『G4成長計劃』在本校初中年級已推行多年，計劃信念：
Goal、Glad、Growth、Go-ahead – 目的是所有初中同學有目標、
開心地一起成長。
中一至中三級每年均以主題式全級活動作主幹，中一級以個人
成長、團隊協助為主題，中二級主題為協作及服務他人，中三級主
題為社區服務，再配合針對性小組跟進活動，全面地照顧學生成長
需要。

中六級反思營

「校園大使」領袖訓練計劃

中六級反思營在2015年11月於保良局北潭涌渡假營進行，結合
歷奇與生命教育，強化學生面對個人成長歷程；從處理壓力、積極
性、堅毅性等多方面着手，帶領學生積極面對人生挑戰。

本校與不同的機構合辦多項領袖訓練活動，包括基甸中心、香
港青年協會西貢戶外訓練營及協基會，學生在活動中有着顯著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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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便事成」中一同學在步操活動中的齊心協力實在精神可嘉。

由G4活動上同學獲得班際冠軍時滿足的眼神，可見同學的積極和投入。

參與挑戰活動時，同學互信就是這樣煉成的。

在充滿難度的挑戰上，同學不忘露出燦爛笑容。

團隊訓練適逢野外美景，當然要留影一幀。

攤位活動為公益，為慈善，又能帶來一番歡笑。

義務工作
為讓學生體現義務工作的高尚精神，本校積極開展各項學生義
工計劃，包括在初中G4成長計劃中加入各項社區服務活動、輔導組
各項小組活動亦將義工服務列作重點項目之一。近年本校義工隊聯

同海港城義工隊開展黃大仙竹園邨獨居長者家居清潔服務，另亦多
次在國內交流活動中，進行探訪留守兒童及小區服務等活動，讓學
生可親身體驗及感受服務他人的義工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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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講座
自主學習
–

教師講座 – 好課共賞共析

學習社群 – 中大導師與通識科教師
共同備課

教師

發展

聯校教師講座 – 照顧學習差異

教師發展日 – 團隊協作活動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

聯校教師分享會 – 學校教育價值的再思

「優質學校改進計劃」安排多次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參與中學達50
所，邀請大學教授、中學教師及社會知名人士，與教師進行專業交流、互
相啟發、集思廣益，帶出教育新思維。近年安排的專業發展主題包括：
• 提升教師能量、照顧學習差異
• 學校經驗總結分享
• 學校教育價值的再思
• 「照顧學習差異」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科目學習圈
本年與中、英、數、通四科老師組成各科學習圈，檢討課程和教學
法，進行共同備課和試教觀課，藉以提升教學效能。

聯校教師專業發展日大合照

學習社群 – 中大
導師與英文科教師
共同備課

學習社群 – 中大
導師與中文科教師
共同備課

學習社群 – 中大導師與數學科教
師共同備課

教師身心靈發展 – 健體減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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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仁愛，追求卓越；
禮義廉恥，立身濟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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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愛堂 陳黃淑芳紀念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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